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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首現無源頭變種毒株
香港出現首宗在社區感染的變種
病毒個案，患者是一名近年無外遊記
錄的菲傭，與僱主一家居於東涌映灣
園悅濤軒第 11 座，衞生防護中心發現
她同時帶有 N501Y 及 E484K 兩種變
種病毒株，僱主的孩子也染疫。菲傭
潛伏期在東涌、青衣一帶活動，更曾
到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參加崇拜領唱詩
班「播疫」；其男僱主是旺角全邁進
心理學中心的心理學家；女僱主則是
東涌靈糧堂秀德小學的教師。由於變
種病毒傳播力強，患者所住的大廈所
有樓層的住戶昨晚要撤離進入檢疫中
心隔離 21 天，以阻截變種病毒株擴散
風險。

映灣園變種病毒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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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巿
■4 月 25 日到東薈城叫外賣

僱主一家資料
男僱主：旺角全邁進心理學中心的心理
學家，陰性
女僱主：東涌靈糧堂秀德小學 4B 班教
師，陰性
女嬰：10 個月大，確診

■映灣園悅濤軒第 11 座居民昨晚全部撤離
座居民昨晚全部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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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她本月 23 日開始咳嗽，3 天後到屋苑一
間私家診所求醫，翌日到東涌北公園流動檢
測站採樣發現。

曾到街巿商場教會
她潛伏期曾到青衣青綠街 5 號聖多默宗
徒堂參加崇拜，並領唱詩班，政府會向曾於
本月 11 日或 18 日於該處逗留人士發出強制
檢測公告，有關人士須於 5 月 1 日前接受檢
測。
曾與患者一同出席教會聚會的密切接觸
者必須接受隔離檢疫，中心已找到 14 個人，
並已聯絡密切接觸者同住成員接受檢測。此
外，外傭潛伏期間，僱主曾有親戚到其家中

擴「回港易」首日 港人踴躍返家

「回港易」計劃昨日起涵蓋廣東省及澳
門以外的內地其他省市，符合指明條件的香
港居民可在返港後豁免強制檢疫 14 日。有香
港居民透過網上預約名額，昨日分別經陸路
口岸或機場返港後形容過程順利，並期望內
地與香港盡快完全免檢疫隔離。
劉小姐昨日中午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返港。她說，早前到湖南探親半個月，得悉
「回港易」計劃擴大涵蓋範圍後，即於兩日前
隨即轉到珠海，在獲得陰性檢測證明後，昨
日抵港。另一在北京工作的張先生指，早前
轉到珠海獲得陰性檢測後返港，過程順利，
並認為計劃應一早就擴大至內地其他省市。
到內地探親的港人楊小姐昨日從上海直
飛香港。她向傳媒表示，早前一直向公司申
請居家辦公，計劃擴展後即網上預約返港，
並提前兩日接受核酸檢測，又在登機前在網
上填寫了電子健康申報表，取得綠色的「回
港易」二維碼，形容經機場入境過程順利、
便捷。

探訪，親戚也需接受檢疫。
另外，染疫菲傭本月 9 日曾到富東廣場富
東街巿，本月 11、18 及 25 日休息天則到訪文
東路公園，中心已追蹤到兩名與患者同行的朋
友；她亦曾到東薈城叫外賣，另本月 12 及 16
日到到訪映灣園的 Fusion 超巿，曾與患者同
日到有關地點的巿民亦要強制檢測。
悅濤軒第 11 座住戶張先生昨日表示，有
兩名工作人員昨晚上門着他前往接受檢測，
檢測後民政事務總署有職員講解。「無咩好
擔心，被送往檢疫感到有點麻煩，始終要隔
離 21 天，時間較長，不能上班，所以會帶筆
記型電腦去隔離，之前都試過在家工作，但
沒有在公司工作那麼方便。」

本港昨日新增 15 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全部均為輸入病例，
其中多達 13 名患者來自尼泊爾，
其中兩人感染 N501Y 變種病毒，
他們本周二（27 日）搭乘尼泊爾
皇家航空 RA409 航班抵港。
由於東南亞地區疫情仍嚴
重，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延續禁止
所有從印度、巴基斯坦及菲律賓
來港的民航客機着陸的措施，並
由明天（5 月 1 日）凌晨零時起進
一步收緊「熔斷機制」，對尼泊
爾實施「禁飛令」。尼泊爾亦會
自同日起與上述三個地區同樣被
列為極高風險指明地區，曾在該
些地區逗留的人士會被限制登機
來港。
昨 日 新 增 的 15 宗 輸 入 個 案
中，最少 11 人在檢疫期間確診，
其中兩人入住西營盤華美達海景
酒店檢疫，餘下 9 人則在何文田九
龍維景酒店檢疫，其中兩名男女
被驗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

起禁尼泊爾客機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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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歲菲傭昨日初步確診，特區政府
該名昨晚突然圍封她入住的映灣園悅濤軒第
11 座，原本擬為居民強制檢測。不過，後來
證實菲傭感染變種病毒，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林文健及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晚到場
視察後宣布，今次是首宗社區感染變種病毒
株個案，形勢非常險峻，故決定昨晚將悅濤
軒第 11 座全幢住戶撤離，送往隔離檢疫 21
日，受影響住戶約涉及 400 個單位，逾千名
居民。
歐家榮表示，菲傭僱主 10 個月大的女嬰
染疫，兩夫婦暫時呈陰性。其中女僱主是東
涌靈糧堂秀德小學的教師，任教 4B 班；男僱
主則是一位心理學家，於旺角全邁進心理學
中心工作，最後一天上班是本月 14 日。
該名菲傭自 2019 年來港後，再無外遊，
中心表示目前無證據顯示個案與早前的輸入
性變種病毒個案有關，暫時未找到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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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菲傭資料

菲傭中招傳染女嬰 悅濤軒第 11 座送檢截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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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酒吧復業 卡拉 OK 冷清
■蘭桂坊重拾生機。

■卡拉 OK 訪客不多。

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防疫限
制，其中餐飲業引入「四級制」放寬措
施，最高可容許 8 人一枱、營業至凌晨 2
時，但大多數食肆還是維持舊有的經營模
式。在全部員工已接種一劑疫苗的情況
下，銅鑼灣一家酒樓昨日已經劃出 C 區，
擺放五六張大桌，以 6 人一枱的生意作準
備。酒樓負責人潘先生表示，正計劃推出 6
人餐吸客，但昨日並未有 6 人一枱的要求，
因此對生意能否好轉仍抱觀望態度。
有食肆繼續維持 4 人一枱。鼎爺私房菜
行政總裁伍衍龍指，預計五月初至中旬才
能夠達成全員接種至少一劑疫苗，因此昨
日無法因應措施劃分區域。他認為，餐廳
能掌握 6 人一枱的 C 區實行方案，但要劃出
D 區，認為有一定難度。觀塘一家酒樓食客
李太表示，暫時不打算為多人聚餐而接種

疫苗，認為自己已經習慣 4 人一桌用膳。她
亦相信隨着疫情持續緩和，將會再度放寬
限聚令。
除了食肆可放寬限制，酒吧、卡拉
OK、派對房間等 5 個列表處所昨日亦可重
開，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指，協會轄下
500 間酒吧中約八成會在首日復業，七成員
工已經接種疫苗，一成員工已預約，但有
兩成人拒絕接種，擔憂未來若不能提供工
作機會或導致勞資糾紛。
部分連鎖卡拉 OK 昨陸續有酒水飲品送
達場所，有客人忍耐數月「冇歌唱」，迫
不及待前往一展歌喉，但整體情況仍較疫
情前冷清不少。其中一間尖沙咀卡拉 OK 負
責人透露，恢復營業首日客人不算多，到
訪客人大多攜帶紙本針卡，移動程式使用
較為順暢，相信不會有造假情況出現。

